
如同嗷嗷待哺的孩子断了奶水、茁壮成
长的庄稼没有了肥料，我们这一代人，正是在
渴求文化知识、寻求精神滋养的年代，突然没
有了书读，失去获得精神养料的权利。十年
“文革”浩劫，几乎将民族几千年精神文化成
果全部封藏和销毁，那些被冠以“毒草”的脍
炙人口的中外文学名著，更是在劫难逃。但
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绝不会因为一场突
如其来的“清剿”而消失，一些“漏网”的优秀
文学作品，依然在人们手中秘密传阅，有的因
多人多次阅读而起了毛边，更有甚者，有人把
这些作品全文抄录，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社
会上流传。

在那个年代，我最初读到孙
犁先生的短篇小说《荷花淀》，居
然就是一册薄薄的手抄本——用
蓝黑墨水硬笔正楷抄在经过认真
剪裁的某某水泥厂的包装纸上，
被棉线装订成册，像一本线装书，
封面上赫然写着“学习毛主席语
录心得体会”。翻开封面，一行行
清新的陌生而温馨的文字，即刻
展现在眼前：“月亮升起来，院子
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
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
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
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
子又薄又细，在她的怀里跳跃着。”这恬静婉
约的田园场景，瞬间令我心旷神怡，立马忘
记了此时大街上的“打、砸、抢”，忘记了妻离
子散的家庭和瞬间消失了的高贵生命，沉浸
在荷香柳绿的境界之中。

我一口气将小说全部读完，继而又如饥
似渴地复读多遍，渐渐读出一种对野蛮的鄙
视和反抗，对文明的追求和向往。这些貌似
柔弱的文字，是以一种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方
式，营造出一种与厮杀呐喊鲜血所不同的环
境，以强烈的反差，暗喻敌人对祖国山河的
破坏和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热爱，达到全民族对
侵略者的反击和精神激
励的效果，也向人们展
示了残酷战争时华北地
区酷似江南的一派美丽
风光。从此，我记住了孙犁这个名字，也知
道了作为当代四大文学流派之一的“荷花淀
派”。虽然一贯行事低调谦逊的孙犁先生，
一直不愿接受这个流派。在这面文学大旗
下，有一长串如雷贯耳的名字：刘绍棠、从维
熙、韩映山、房树民、冉淮舟……《荷花淀》如
一股清澈的涓流注入我的血液，滋养着我，
以至于我对白洋淀乃至保定地区,甚至华北
都有了浓厚的兴趣。1983年3月，我从第二
炮兵某基地调到北京第二炮兵政治部，立即
就去了一趟保定市安新县白洋淀，领略了孙
犁笔下的白洋淀风光。同时对诸如《小兵张
嘎》《敌后武工队》等文艺作品更爱不释手，
后来还去了冉庄地道战遗址和易县狼牙山，
对孙犁先生的身世和工作情况也更加关注，
特别是他在《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工作那段
漫长的职业生涯，把读者和作者当上帝的美
谈印象极为深刻，尤其是他利用自己的影响
和掌管的阵地，培养扶植了一大批作家和文
化战线的骨干的故事，令我肃然起敬，而他
自己却甘当绿叶，淡泊名利，在别人的成功
中获得一种享受。每每念及，便陷入长久的
钦慕之中。

1987年9月，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
学系，系主任是著名作家王愿坚。记得开学
不久的一天，上课之前，王老师把一位理着
平头、衣着朴素的大个子中年男子，介绍给
我们：同学们，这位是本系的冉淮舟教授，著
名作家孙犁先生的弟子，“荷花淀派”的骨干
人物之一，今后，将由冉老师给你们讲当代
文学。没等王老师介绍完，我就如同打了一
针兴奋剂，太巧了！我差点喊出声来了。冉
老师操着河北口音的普通话，给我们讲孙犁
在文学旅途上的创作成果，以及作品的艺术

特色和历史价值，讲了“荷花淀派”的形成和
发展，还讲了一些孙犁文学创作以外的故
事，如孙犁当年作为解放区的干部，在中华
民族危难之际，冒着敌人的炮火奔赴前线，
以笔做枪，不顾自己和家人安危，创作出大
量的极富艺术特色的优秀作品，特别是1945
年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小说《荷花淀》，这
篇小说和孙犁的其他作品，受到了上至毛泽东
主席，下至普通大众的高度评价和欢迎，而
他讲得更多的，则是他在整理孙犁先生信件
资料时，了解到的孙犁在《天津日报·文艺周
刊》的编辑生涯：先生扶植培养了一大批作
家和作者，善待每一位读者和作者，使人们

喜欢和爱戴这张报纸和这个版面，在一篇篇
作品中获得享受，使情操和境界得到了升
华，那一个个栩栩如生的故事，彰显了一代
大师非凡的敬业精神和博大的情怀与格局。

1989年7月，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
系毕业后，谢绝了留校任教的安排，来到《解
放军报》文化部“长征”文艺副刊任编辑，走
上了与孙犁先生当年相同的岗位，开启了与
孙犁相同的职业生涯。从此，我总觉得在不
远的地方，似乎有一双充满期待的眼睛始终
望着我，我暗暗立志，绝不辜负那满怀希望

的真诚与慈善的眼神。
孙犁先生认为，编

辑和投稿者，即和作者
的关系，应该主要是文
字之交，而共同关心的
问题应仅限于稿件，而

非其他，认真负责及时稳妥处理稿件，就是
对作者和读者的尊重。对作者既要热情扶
持，耐心帮助，又要严肃认真，不能迁就，对
不同作者的不同稿件，要因人制宜，区别对
待。对稿件要一视同仁，不以名头势力作衡
文标准。要善于广泛联系作者，不能把投稿
的人看成是自己可以随时调动的部下，不因
为职务的变化去接近和疏远作者，学会与作
者交朋友。要按照文学创作的规律帮助作
者，鼓励他们的热情，帮助他们建立创作上
的信念和风格，逐步提高水平。要把读者的
意见及时反馈给作者，要帮助有成就的出了
名的作者，经受荣誉的考验，不骄不躁，保持
进取的状态……孙犁先生这些编辑工作的
理念和真经，除了是一个编辑做好本职工作
的至理名言和法宝之外，其内容已经超过了
职业本身，延伸和升华到做人处世的方方面
面。

孙犁年轻时初登文坛，深知创作之苦，
也知编辑之难。他说，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尽量不让一个有潜力的作者溜走，没准儿他
就是明天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新星。有时，一
个善念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命运。这
些闪耀着人格精神的座右铭，我记住了，并
且逐步变成了我的言行，成为我在编辑岗位
上的实践。

自1989年到《解放军报》“长征”副刊工
作，到2019年退休，我在文学副刊岗位上，
也整整工作了30年，所编辑稿件的作者，上
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军队将帅，下至普通士
兵，还有很多军人亲属和退役军人，数万件
作品，无一差错。配合党和国家重大活动的
宣传千余次，均圆满完成任务，多次受到党
和国家及军队有关部门的表彰。我给自己

制定了一条近乎于严酷的规定：对每一位经我
之手在本报刊登稿件的作者，在其作品见报
后，必须亲笔给作者回信，详述稿件刊登的相
关情况，如修改原因、稿件亮点、存在不足之
处，顺便约稿等等，同时附上两份样报，30年
无一遗漏，哪怕有时下部队采访，回报社后也
一定要补上，30年共寄出信件3万余封。后来
我到部队采访，每到一个部队，几乎都有官兵
拿着我寄出的信封和信笺，来到招待所叙旧
情。对于驻守在遥远的边防，如深山海岛，大
漠戈壁，雪山高原等艰苦地区的官兵来稿，我
处理得格外慎重认真，可刊用的尽可能发表。
不够标准的，提出意见，请他们修改，不厌其

烦，反复多次，直至见报为止。
30年来，我帮助过的作者中，有

的成为将军，有的走上党和国家有
关部门的重要领导岗位，有的成为
著名作家、艺术家，有的成为文化艺
术界领导。许多作者和读者离开部
队之后，仍然深爱着这份报纸，继续
为军报写稿宣传，有的长期订阅军
报，甚至自费订阅。2011年，我获得
了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同年
获得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天津日
报社颁授的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
2011年的深秋最难忘，在天津领奖
后，我们又来到《天津日报》参观、学

习，在孙犁先生塑像前，我凝视着先生那带着温
度的炯炯目光，仿佛是一种心灵的交互，似乎是
一种肯定，更是一种鞭策。那一刻，他仿佛在引
领着我，把视线投向更高更远的地方。接着，在
《天津日报》大厦一楼展厅，我看到了先生与读
者、作者往来的大量信札，感到无比亲切，至深
情谊的文字，如一个个铿锵音符，在岁月的琴键
上跳跃，弹出壮美深沉并蕴藏着大善大爱的精
神交响，指引我继续前行。

中国报纸副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艺园地，
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近现代，无数举足轻重的
人物都与这个园地密不可分，但这个在新闻和文
学之间的跨界领域的奖项，长期是一个空白。
2011年秋天，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这个必须
写进中国新闻史和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奖项，用孙
犁的名字，冠之于大奖也是当之无愧的。

自这个奖设立之后，中国报纸副刊得到了
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有更多的出类拔萃的人才，
借助这个平台实现了人生价值，报纸文艺副刊
刊登的作品，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被改编转载
译介结集播放，甚至获得包括中国新闻奖在内
的各种国家级奖项，优秀的副刊编辑在这个岗
位上，获得越来越多的从前无法企及的荣誉。
2016年，我获得了中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的最高
奖“长江韬奋奖（韬奋系列）”。孙犁先生身上所
体现的精神，与长江韬奋奖所倡导的精神一脉
相承，这种超越了文学和新闻本身的精神食粮，
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将成为我一
生向光明前行和追求正义的动力。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

很……”炎阳之下，在排队做核酸的队伍里，戴
着口罩、浑身燥热的我又想起了《荷花淀》里的
这段话，仿佛瞬间有了击退新冠病毒的特效
药，全身舒坦了很多，呼吸也顺畅了。

孙犁，是一面旗帜，一面不倒的旗帜。孙
犁，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汩汩流淌永不枯竭滋润
心田沁人心脾甘当人梯使人向上的孺子牛的奉
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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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尘

村子以产麦为主，围绕村庄的田地都种着冬小
麦。冬天，麦苗青青，初夏，穗秆泛黄，麦子在村子里
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麦子麦草的味道终年飘荡在村
子的每个角落。这个晋西南的村子里，属于麦子的地
盘尽人皆知，田地、场院、厦屋、缸囤，到处都是麦子的
主场，以麦为食也开辟了一地盛放的面食天下，花样
翻新的饼、馍、面和各种包馅类食物，连一种与麦无关
的野菜蒸饭，也叫了麦饭……这些与麦相关的元素，
几乎充斥于斯地斯人的生活及生命的全过程，包括衣
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自不必说，与穿戴和住
行有关的麦的影子，也比比皆是，它们或支撑或依附
或隐匿或点缀在各处，锅里的、碗里的、盘里的，上供
的、节礼的、家常的，白的、黑的、花的，戴的草帽、枕的
枕芯、房顶屋墙，以及生命开枝散叶、
绽放凋谢的每一个跌宕之旅。这里的
人离不开麦子，就像牛羊离不开青草，
波涛离不开大海，雨滴离不开云朵，种
子离不开土地。

麦收一开镰，村子里到处都是麦
子和麦的影子。麦芒垂下了凌厉的姿
态，麦粒滚落在太阳底下，麦草挂在沿
途的枝桠上，麦稃轻飘起来漫天游荡，
整个村子就像一座为麦而建的村。那
时，我常把挂在嘴上的官名薛村也都
忽略了，只叫它“麦村”。这可真是名
副其实的麦村，地里主打的是麦子，打
麦场上的主角是麦子，家里房前屋后
还是麦子的道场，村里的戏台上下摊
了西头的麦子，学校操场也摊着南头
地里的麦子，连村道上都摊了各巷收
回来的带穗的麦子。

收麦，自然是全村最大的事。麦
前，几经掂量筹划，相时而动，直到时
候到了，一声号令，开始动手；麦罢，等
一切安顿妥当，刀枪入库，颗粒归仓，怎么也得让新媳
妇回趟娘家，再给嚼着新麦面馍的大人孩子叫台戏
看。最抓人熬人惜人的当口都在收麦之中，所有的麦
地都站着人，割的、缚的、拉的、挑的，年老体弱的干脆
席地而坐，拣着刨着掬着不肯放过一粒粮食，间或扭
几个麦靿搁在垄上，孩子们嘴里唱着“割草积肥拾麦
穗”，也没一个闲着。所有的乡道都有与收麦有关的
人、畜匆匆而过，銮铃叮当，脚底起火，撒播着麦草的
痕迹和味道。所有的打麦场都重新修葺一新，铺垫了
和入麦草麦衣的新鲜黄土，方言中称作硌场，硌好的
麦场像迎娶新娘的新床，不久就堆满了没遮盖头的羞
得低了头的新麦个子。在接下来的数日之内，又被牛
马拉着的碾子，劈出一个个圆形的小碾场，碾出一圈
一圈秸麦揖别的风情，被女人踩的扇车刮出“风”来，
被男人的木锨扬起“雨”来，“风”过“雨”住，就会看到
一粒粒让人欢喜而沉醉的麦子，像千筛万漉淘出来的
碎金。

麦村很大，麦地很多，刈麦的农人弯下腰来，人与
土地就结成了一体，成为人间甘苦的一尊雕塑。他们
的肉体承载的记忆，让自身也忘却了逃避，仿佛所有
这些都是命定的考验，一世传递一世。有两件与割麦
有关的事，至今尤是让人怀恋，每每念起都有荡胸之
情，油然而生。比如，一长垄的麦子费尽力气割到尽
头，地头立刻透亮起来的样子，容易让人心也随之凉
快起来，爽到忘记一路上的腰酸背痛。还有，麦黄逐
浪中人困力竭，汗如雨下，苦不堪言，忽听地头一声呼
唤，然后看见亲人们组成的援兵盔甲齐整拍马赶到，
那真是让人欣慰的场景，穿插于麦行里的人，平白间
又陡增了气力。记忆里记着，地头站着舅家小姨家的
人赶来支援，戴着用带子束着下颌的草帽，背着磨出
锋刃的镰刀，来了也不多话，搭镰便割，割完即走，大
家都忙，相互之间并无太多客气和谦让，把平日里不
善表达的珍爱和情谊，都融进洒下的汗滴和镰刀的低
吟浅唱之中了。

麦村最重要的场景，当然少不了每月村里逢三、
七、十的几个大集。麦收关头，时令紧迫，村集自然也

成了一年中最急迫、最实
诚的麦收专场商品交易
会，买卖两方好像都没有
闲工夫谝闲嗑儿，来了就
买，买了就走，买方诚意，
卖方也实在，这集便是人
们口中的传统“杈把扫帚
会”。整个晋陕豫一带似

乎都被麦子统一了口径，连戏词中也唱道：“四月小满麦稍
黄，置办农具该糙场。杈把扫帚牛笼嘴，镰刀绳索和锄
张。”集上，虽然少了平日里常见的货品，却多了与麦有关
的一应东西，镰刀草帽缣绳木杈木锨，无一不与收麦有关，
无一不是麦收时节需要的趁手家伙。麦村人称此一时节
为收火麦，有十万火急之意，像信上插了三根鸡毛。别的
无关麦子的用具，此时好像都不好意思摆出来干扰主题，
这热闹可不是谁都能来凑的，要有点眼力见儿，懂得识火
候看眼色知轻重。卖花布成衣那家，此时就无人问津，挂
了一集，下集只好换了别的背心出来，自己还托人在前胸
后背印了红字“夏收模范”“割麦能手”“大干三夏”，亏他想
得出来。卖水壶的、卖帽子的，都换了与麦有关的新品，那
种仿军用的绿水壶，惹人喜爱，新样式的草帽也受到年轻

姑娘的追捧。铁匠铺摆出新打的铁杈，泛
着幽蓝的新铁的光泽，木匠摊前，是赶制出
来的各式麦收工具，散发出新鲜的木香，连
修眼镜和表的后生，也卖起磨刀石了，只是
卖鼠药的小老头，换了解暑的人丹来卖，多
少让人转不过弯儿来。

自古割麦都用镰刀，割过的人知道刈
麦的苦和累。由此，那些赶着麦子仗镰走
天涯的麦客，总是让人由衷叹服：一个人怎
么可以受得住那些苦哟！这苦，一经苦下
来，就是千百年的时间，一直苦到认命、折
服，甘之如饴，年复一年，麦复一麦。麦村
人祖祖辈辈已习惯了，闻南风而起，对付覆
陇而黄之麦，不就是力尽不知热吗，咱有的
是“躯偻走”“咸毕力”来顶着，不就是但惜
夏日长吗，咱有“妇姑荷箪食”和“童稚携壶
浆”支应着，那就来吧，看到底是天热地蒸
麦厚，还是刈麦人的皮厚骨硬手毒镰刀
快。后来，渐渐有了收割机，先是简易的可
安装在手扶拖拉机上的像理发时的推子，
后来就叫了“推子”，最后出场的是大型联

合收割机，这一“联合”，似乎所有与麦相关的程序都省了，
与之相关的工具也失去了用场。所以，起初人们是拒绝
机械收割的，不只是可以省钱，不只是牲畜的草料仰赖于
此，重要的是他们更需要那些干净的麦稴融入生活之
中。不然，一年中那许多的营生该怎样盛放，草帽上哪里
去编织，稴馍靠什么去成就，牲畜靠什么来果腹，等等，等
等，都指望着一年一年的新鲜的麦秆麦草麦麸的帮衬。
再说，麦熟的日子不一，东一块，西一块，人家收割机还嫌
亩数少不愿来，也只好全部由人去割了。这大概是麦村
传统农耕文化悠长的遗韵和最后的坚守，与麦有关。

如果说乡村的节日，是把平日里的节省和积攒用以
挥霍，如过年过节，那么麦收时节无疑就是一次集体的献
祭，用痛用累用汗用血去奉祀和祭供，然后去成全一次满
意的不容有闪失的收获。尽管许多人记忆中受难似的经
历，足以刻骨铭心，但一场收获的欢欣，又何尝不是来自
于一次次牺牲的献祭的回报，或悲天悯地，或惊天动地，
或感天动地。

好在麦收的疲惫和喜悦旗鼓相当，喜悦大的时候，疲
惫就不算什么，力气总能在身体里睡一觉就又长出来了，
以至当年收割完毕，总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怅然，站
在空荡荡的麦地当中，余勇可贾环视断喝：还有麦子吗？
没有，你和麦子已经互相成全于这阔大的微茫、沉重的轻
省和竭力的持守。许多约定的禁忌，都是为麦事而特别
订制的，在没有了原始图腾的祭典场面，麦收恰恰填补了
重大生产仪式的空白，具有无可替代的号令性和仪典性，
就像我们本可以庄重起来的平凡生活。

过去的年代，麦村老少真是以麦为大，把麦子奉在
心头，躬耕垄亩，田间摸爬，认定这养命的麦子，一秉虔
诚，不离不弃，躬耕躬身于麦子之间，始终保持一种持久
的恭敬，似以割麦的姿态向土地鞠躬。如我这样的麦地
过客，即便走出了麦地的羁绊，也要一再遥望心念，一再
折回，与之保持一种脐带式的连接，须臾不敢怠慢。以
前，哪怕相隔再远的距离，每年大约至少也要回去两次，
一次过年，一次一定是麦收，都是心里颇为敬重的大节，
都得乖乖回去点卯报到，好像错过了这样的日子，失却
地域认同，也缺乏来自麦收的淬火，身份也显得可疑，心
里不踏实。

现在，多少年都没再摸过镰刀了，我这个算是侍过稼
穑的人，也再没机会躬身收割一株麦子。只是偶有远道
驱车归来，沿当年的村路驶过，还能回想起旧年月里这一
路上摊着的麦子，一直逶迤绵延到过风楼外，一任车来车
往碾过，有沿路拾穗的老妪佝偻着身子步履蹒跚，如麦村
寻常人家每个人的祖母，手里捧一束麦子像上苍赠予的
玫瑰……

孙犁，是一种精神
刘业勇

麦

村 李
耀
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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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先生逝世20周年
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获得者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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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风云变幻的一年。这
一年，日本发生了“二·二六”事件、
德国军队悍然违反《凡尔赛条约》进
驻莱茵兰地区、意大利军队攻占埃
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世界各处弥漫着战争的阴云。但在
中国，似乎看到了一点和平的曙光，
军阀张学良秘密与红军进行了多次和
谈，相关消息传到了斯诺的耳朵里，他认
为这是一个绝好的进入“红区”的机会，
尽管那时他根本不知道红军、红区是什
么样子。而正是这种未知激发了他骨子
里的冒险天性：“红区”对他而言是“未知
之地”，但他也意识到进入“红区”采访
机会难得，“机会千载难逢，不能错过。我
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一已经
持续了九年的新闻封锁”。在这种“冒
险”精神的支配下，斯诺主动前往上海请
求宋庆龄安排他进入陕甘宁边区，最终
成功开始探索这片“未知之地”，一个新
的乐章也就此奏响。

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

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

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

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

义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

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

量，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过那样的感

受了。——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

1936年6月，斯诺从北平出发，7月
到达了陕甘宁边区的保安县（今志丹
县）。正如斯诺在《复始之旅》中所写的

那样，在陕甘宁边区的四个月“令人振
奋”，而这四个月让他真正认识到了“何为
红军”“何为共产党人”“何为中国”。

只不过，在到达保安县之前，斯诺眼中的
“红军”“共产党人”形象是混乱不堪的：一方
面，在他的眼里，共产党是“中国要摆脱一切
弊害祸患的唯一救星”，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
了国民政府的说法，“共产党不过是一些高级
土匪”“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
流寇”。之所以出现这种混乱的认知，是因为
斯诺的消息来源大多来自国民政府控制下的
各类宣传机构的消息，国民政府有意将共产
党人及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塑造成国民政府
的对立面、中国的“灾难制造者”，因此不停地
在报纸上悬赏缉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
共产党领导人，甚至发布“毛泽东已死、朱德
病重”等假消息；但讽刺的是，这些共产党领
导人随后又在报纸上出现，并且亲自指挥作
战。这种“死而复生”的戏剧感不免让“共产党
人”这一身份带上了一丝神秘的圣人色彩，
这种“神秘感”在《红星照耀中国》中的“未获
解答的问题”一节以82个问号表现了出来，
而也正是这种“神秘感”，无疑激发了斯诺骨
子里的冒险精神，推动他尝试走进这股“东
方的魔力”，他写道，这值得“拿一个外国人去
冒一下险”。

4 前往陕甘宁边区

今天，石舫虽然仅余基座，但
仍是未名湖的著名一景，只是人
们已经很少去探寻它的过去，这
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坐落在未名湖南岸的慈济寺山
门，是和珅淑春园中残存建筑，也是墨
菲规划中未名湖南岸特意保留的唯一建筑。

墨菲特意保留这座山门是有深意
的。由于早期可供建设的土地局促，未名
湖（当时还没有命名）南岸曾计划填平盖
教堂等建筑。后来经过“翻天覆地”的变
化，湖面得以保留，并作为整个“后寝”的
核心，这座山门的意义也就不一般了。

慈济寺山门与湖心岛和石舫遥遥相
望，周围地势平坦，下临湖面，是观赏湖上风
光的绝佳所在，又能起到极好的点景作用。

在色彩上，慈济寺山门身上的红
色也是未名湖绿色世界的绝妙点缀，
“有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意境”（何晋《燕
园文物、古迹与历史》）。

更重要的是，可以借助慈济寺山门
“与历史对话”。因为它是“可作为识别
淑春园旧址的标志之一”，而旧园林对
新“园林化校园”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舒衡哲《鸣鹤园》说：“尽管华丽
的园林已在1860年被毁，但幸存下来的
这座山门仍然蕴含着文艺复
兴的可能。历史的碎片仍珍藏
在人们的记忆中，因而可以创
造出一个崭新的完整的历
史。”墨菲正是借用这个昔日
园林的“残骸”，“为北京新型

的大学创造出更有‘中国特色’的氛围”，
同时“唤醒了以后几代人的想象”。
关于慈济寺，尚有一些疑问有待厘清。
其一，慈济寺建于何时，是在淑春园赐予和

珅前所建，还是和珅得园后自建？其性质如何？
杨承运、肖东发主编的《古园纵横：北

京大学校园文化景观》一书中认为，“慈济
寺属圆明园辖管范围”，应是乾隆将它随
自怡园（淑春园）一起赐给了和珅；陆波的
《无数学子朝拜的北大花神庙，和一位公
主的哀愁》一文则认为慈济寺“应为和珅
拥有淑春园时期大肆建设的作品之一”。
关于该庙的性质，一般认为该庙是为祭祀
花神的，例如何晋在他所著的《燕园文物、
古迹与历史》一书中云：清代圆明园养花
的太监们，常在此祈求花神，保佑他们所
养之花四时开放，所以又称此庙为“花神
庙”。祭祀花神说以外，也有认为此庙或许
是“观音寺”。如周其凤主编的《燕园建筑》
即从寺名“慈济”作出此推断。

其二，慈济寺何时被毁，如
何被毁？原慈济寺庙门临湖，有
正殿一间北向，即在今斯诺墓
的位置上，并有东西两配殿，连
同四周垣墙，都建在土山之上，
其墙垣基础今仍可见。

69 幸存慈济寺山门 87 严刑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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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燕园的

前世今生
江溶 王燕飞著

迎接黎明

刘鹏 著

张月霞回答男警官：“我丈夫
叫王二狗，啥番号的，我不懂，也说
不清楚。”男警官一看对张月霞什
么也问不出来，不耐烦了，对押她
来的女警察说：“把她押回监室。”

在回监室的途中，女警察说：
“就你这装傻充愣的样子，以为别人看
不出来呀？今天那两位警官叫问讯，没
上你刑，下一次可是审讯，那是要受刑
的。”张月霞小声嘟囔：“受就受呗，反正
我不是共产党，还给我硬扣上不成？”女
警察说：“好啊，那你就学鸭子嘴，一硬
到底。”说完，女警察把张月霞关进监
室，临走时还对看守说了一句：“叫这个
杜晓霞好好吃东西。”张月霞看着从监
室往外走的女警察背影，心想：“这个女
警察到底是什么人？阴阳怪气地跟我
说话，是在挖苦我，还是在暗示我？”

过了两天，又是那个女警察来监室
提审张月霞。她边走边说：“杜晓霞，这次
换了两个警官审你，可没有上次那么好对
付了，免不了要受苦，你可得有个心理准
备。”张月霞心说：“用不着你咸吃萝卜淡
操心，我早有准备。”审讯张月霞的两个警
官，有一个嘴有点儿歪，就是这个歪嘴警
官，一进门便把张月霞绑在了刑讯室的木
桩上。他脱掉外衣，拿起皮鞭，放在水缸
里沾了沾，在张月霞的眼前晃动着说：“王
少凤，前两天问讯你的时候，你装傻充愣
地不讲实话，今天你要是不给我说实话，
就让你尝尝我手中皮鞭的味道！”张月霞
说：“长官，我不叫王少凤，我叫杜晓霞。

前两天我可没说假话，说的都是实话。”张月
霞装做非常诚恳地说。“我让你还在骗我！”歪
嘴警官咬牙切齿地说着就抡起皮鞭，照着张
月霞的前胸就抽了下去。

撕心裂肺的疼痛，弄得张月霞的身
体一阵抽搐。她咬紧牙挺住了。“说！你
是不是共产党？”歪嘴警官严厉地问道。
“我不是！”张月霞两眼瞪着他回答。“我让
你不是！我让你不是！”歪嘴警官又抡起
皮鞭，劈头盖脸地照着张月霞一下接一
下地猛抽。“你们是畜生！你们不是人！
你们凭什么打我？”张月霞愤怒地破口大
骂。“我让你骂！”歪嘴警官扔掉皮鞭，拿起
一根钉着铁钉的木棒，抡起来照着张月
霞的头上就是一下子，血水立刻从张月
霞绽开的头皮流下来，猛烈的棒击和皮
开肉绽的疼痛，使张月霞昏了过去。
“警长，她昏过去了。”陪同歪嘴警官

刑讯的警官提醒说。“用凉水把她给我激
过来！”歪嘴警官气呼呼地下命令。“是！”
那个警官立刻舀起一盆凉水，劈头盖脸
地泼在了张月霞身上。张月霞醒过来
了，掺杂着鲜血的凉水，变成了淡红色，
顺着她的头部、脸部和脖颈往下淌，渗入
到身上被鞭子抽过的伤处，疼得她不住
地倒吸着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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